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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一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文一科技 600520 中发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军 毕静 

电话 0562-2627520 0562-2627520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石城路电

子工业区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石城路电

子工业区 

电子信箱 office@chinatrinity.com bj@chinatrinit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23,119,175.03 953,111,547.59 -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2,419,618.36 369,713,940.01 -4.6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878,247.70 -7,342,610.5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41,442,583.16 124,688,315.62 1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294,321.65 -29,625,903.4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22,945,361.54 -33,715,605.51 不适用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9 -7.9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2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 -0.21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40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09 27,073,333 0 质押 27,073,333 

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02 14,283,884 0 质押 14,283,884 

孙娜 未知 1.45 2,301,050 0 无 0 

唐菊芳 未知 1.07 1,696,656 0 无 0 

安徽省文一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9 1,567,903 0 质押 1,567,903 

李欣立 未知 0.86 1,360,000 0 无 0 

孙庆达 未知 0.80 1,261,161 0 无 0 

周瑞珍 未知 0.72 1,132,900 0 无 0 

慕晓华 未知 0.69 1,088,851 0 无 0 

宁波大榭开发区虹雪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3 1,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

佳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企业；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真商

业”）、安徽省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一

资产”）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三佳集团、瑞

真商业、文一资产均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除三佳

集团、瑞真商业、文一资产之外，上述其他七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国际商务交流虽然受到了

限制，但公司积极利用多样化的信息工具，与客户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协调各方面资源，密切关

注市场环境和需求变化，提前做好应对机制，不断满足客户需求，主动适应市场变化，抢抓发展

机遇。 

一、半导体塑料封装模具、装置及设备产品，属于半导体行业的封装测试产业。 

报告期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较大变

化。特别是日前，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的文件，该文件强调，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文件提出，为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

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制定出台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

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政策措施。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和软

件产业发展，大力培育集成电路领域和软件领域企业。加强集成电路和软件专业建设，加快推进

集成电路一级学科设置，支持产教融合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规范产业市场秩序，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给半导体产业指明了方向和增加了动力。同时，受益于国内 5G 的快速增长浪潮，晶

圆、封测产能逐步释放，半导体设备产业蒸蒸日上。报告期内，半导体产品订单实现爆发式增量，

同比约增长 100%，公司开发的封装机器人已成功交付给国内大型封装测试企业，产业化运作已成

规模，是公司半导体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二、化学建材挤出模具及配套设备属于化学建材行业。 

报告期内，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出口业务增量暂时受到影响，但



该板块积极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严格落实公司制定的经营方针，开源节流，

抢抓订单：1、加大外贸市场的开发力度，提高优质订单承接量；2、利用自身设备优势，积极做

好公司内部半导体单位的配套加工，提升设备利用率；3、通过技术提升，制定不同工艺策略，确

保制造准确性，提高准时交付率；4、开发新品，实现新业务增量，如：新开发的熔喷布模具等。 

三、精密零部件制造、轴承座及配套的注塑件，属于装备制造行业中的精密机械加工、重型

机械带式输送机行业。 

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上半年出口业务同比减少约 400 万元，但国内业务同比是

增长的。为了积极应对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海德公司积极制定了各项管理措施，降低企业运

营风险，如：公司对应收账款加大回收力度，增加了账款风险防范意识，改变了部分业务的付款

条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断地优化客户结构，改变采购模式，节约费用支出等，上半年主营

产品毛利率整体提升约 10%。 

下半年，公司经营将重点围绕狠抓订单、降本增效以及新产品新市场开发展开相应工作，力

争全面完成全年经营指标。 

四、房地产建筑门窗 

报告期内，建筑门窗营收达到年初计划目标。因受春节期间疫情影响，工期有所延误，三月

份公司正式复工复产，确保了供货的时效，紧密配合房地产公司顺利按期交房。随着疫情好转，

房屋销售逐步恢复。下半年，公司将积极落实各项生产经营任务、确保按期交付门窗，抓好成本

控制、提高经济效益。预计本年度门窗经营业绩不会受到影响，同比会略有增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7月 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关于修定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

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

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施行。我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详细内容请见 2020 年 8 月 17 日披露的《文一科技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

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